
８　　　　 　SichuanWaterPower

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过鱼工程集鱼地点选择研究

陈 明 曦,　许 莉 萍,　吴　迪,　郎　建,　吕 海 艳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摘　要:两河口水电站工程建设改变了河道的自然生态环境,对鱼类造成阻隔影响.为了减缓上述影响,工程采取修建过鱼

设施的方式帮助鱼类上溯且满足基因交流的需求.过鱼工程设计中集鱼地点的选择对过鱼效果起着关键作用.两河口过

鱼工程开展了鱼类游泳能力测试、坝下流场水工模型试验、鱼类集群效应观测等系列研究工作,并综合其他工程条件,最终

确定了集鱼地点.其工作思路与研究成果对于其他水电工程过鱼设施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关键词:水电开发;过鱼工程;集鱼地点;两河口水电站;鱼类集鱼效应

中图分类号:TV７４１;S９５６;A７１５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Ｇ２１８４(２０２０)０２Ｇ０００８Ｇ０７

StudyontheLocationSelectionforFishCollectioninFishCrossing
ProjectofLianghekouHydropowerStationonYalong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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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structionofLianghekouHydropowerStationhaschangedthenaturalecologicalenvironment
oftherivercourse,andhasabarriereffectonfish．Inordertomitigatetheaboveimpacts,theprojectadopts
themethodofbuildingfishcrossingfacilitiestohelpfishtogoupandmeettheneedsofgeneexchange．The
selectionoffishcollectinglocationplaysakeyroleinfishcrossingprojectdesign．Thefishcrossingprojectof
Lianghekouhasfirstlycarriedoutaseriesofresearchworks,suchasthetestoffishswimmingability,thehyＧ
draulicmodeltestofflowfieldunderthedam,theobservationoffishclustereffect,etc．,andfinallydeterＧ
minedthefishcollectinglocationbasedonotherengineeringconditions．Itsworkingideasandresearchresults
havecertainreferencevalueforthedesignoffishcrossingfacilitiesofotherhydropower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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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推进,大量水电

工程的兴建对西部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引起的生态问题也日益突

出[１].水电工程拦河筑坝,对鱼类最直接的影响

为阻隔效应.工程建成后由于大坝的阻隔,连通

的河流生境被分割成不同的片段,鱼类生境的片

段化和破碎化导致大小不同的异质种群形成,种
群间基因不能交流.种群数量较大的鱼类,群体

间将出现遗传分化;种群数量较少的物种将逐步

丧失遗传多样性,危及物种长期生存,导致种群灭

绝的概率增加[２].
为了恢复江河水生群体之间的天然联系和减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１０Ｇ３０

缓对鱼类阻隔的影响,修建过鱼工程是水电工程

开发建设鱼类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恢复工

程影响河段鱼类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３].

１　两河口过鱼工程概况

两河口水电站位于四川省甘孜州雅江县境

内,其工程开发任务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电

站总装机容量为３０００ MW.工程采用堤坝式

开发,挡水建筑物为砾石土心墙堆石坝,最大坝

高２９５m.水库正常蓄水位２８６５m,相应库容

１０１．５４亿 m３,死水位２７８５m,调节库容６５．６０亿

m３,具有多年调节能力.工程枢纽平面见图１.
两河口过鱼工程采用集鱼槽式集鱼＋升鱼机

提升＋AGV 小车(AutomatedGuidedVehicle)
运输过坝＋运鱼船放流;主要过鱼对象为齐口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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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鱼、长丝裂腹鱼、四川裂腹鱼、短须裂腹鱼４种

鱼类,兼顾过鱼对象包括厚唇裸重唇鱼、黄石爬

鮡、短尾高原鳅、软刺裸裂尻、山鳅、青石爬鮡等;
过鱼季节为每年的３~９月,其中５~８月为主要

过鱼时段.

２　集鱼位置选择的重要性

集鱼位置的选择在过鱼工程设计中具有重要

的作用.国内外有关研究表明,鱼类能否快速地

发现和准确进入鱼道进口,是鱼道能否成功运行

的关键因素之一[４].进鱼口位置的选择成为影响

过鱼设施运行成败的关键[５－６].
合理的进鱼口位置可以有效提高过鱼效率,

但在实际工程中由于对鱼类生态习性等方面的认

识不完善,同时关于过鱼工程集鱼地点以及进鱼

口结构的相关研究还较薄弱,因此,在不少工程中

鱼类进入鱼道较为困难,导致诱鱼效果较差.两

河口过鱼工程采用集鱼槽集鱼,其集鱼地点选择

的合理性对于其运行效果同样起着关键作用.

３　两河口过鱼工程集鱼地点

３．１　技术路线

国内过鱼工程设计中为了确定集鱼地点,一
般需开展鱼类游泳能力测试[７－９]与流场分布水工

模型试验研究工作[１０－１２].国内科研单位也开展

过相关的鱼类集群效应观测[１３－１５].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拟定两河口过鱼工程

集鱼地点确定的技术路线.开展主要过鱼对象的

游泳能力测试,获得主要过鱼对象的暴发游泳速

度.开展坝下河段流场模型试验及三维数值模

拟,结合主要过鱼对象游泳能力测试成果,分析电

站建成后,各典型发电工况条件下发电尾水是否

对鱼类上溯形成流速屏障.在主要过鱼季节,在
坝下河段开展鱼类集群效应观测,分析研究鱼类

聚集的区域,对水工模型试验研究成果进行验证.
最后分析工程布置条件、地形地质条件、泄洪雾化

影响等多方面因素,最终确定最佳的集鱼地点.
技术路线见图１.

图１　技术线路图

３．２　初拟集鱼地点

根据国内外工程设计经验以及相关的导则与

规范,集鱼地点通常选择在泄水闸、电站尾水、生
态放水口等经常有水流下泄处,或鱼类洄游路线

及经常集群地附近;同时,进鱼口位置的选择还应

当考虑尽可能放置在鱼类可能上溯到的最上沿;
但河段中若存在鱼类的流速屏障,进口不应布置

在屏障的上游.根据以上布置原则,结合两河口

电站枢纽布置的特点,初步拟定的集鱼地见图２.

注:A－５号导流洞上游(左岸);B－大坝坝趾(下游围堰下方);C－２号尾水洞上游(右岸);D－１号、２号尾水洞之间上沿;E－１号

尾水洞下游.

图２　潜在集鱼地点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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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鱼类游泳能力测试

３．３．１　材料与方法

测试装置采用丹麦 LoligoSystem 公司生产

的游泳水槽SW１０１５０、SW１００５０(图３).测试前

对水槽内的流速进行标定,测试期间同步记录溶

氧(DO)、水温(T)等参数.

图３　鱼类游泳能力测试水槽构造示意图

　　测试对象为工程河段捕获的伤残的对象,包
括长丝裂腹鱼１２尾(体长:８．６~２０．４cm,体重:９
~１８０g)、齐口裂腹鱼２３尾(体长:５．３~２３．８cm,
体重:３~１７５g).测试前先暂养２４h以适应实

验环境.暂养池和实验装置中用水均取自雅砻江

江水,暂养池日换水量约 ２０％.每 天 换 水 １０
min,保证在测试过程中水体的理化性质与天然

水体相近.

３．３．２　测试成果

测试成果见图４、５,长丝裂腹鱼其绝对爆发

游泳速度为１．４９±０．２６m/s,相对爆发游泳速度

与体长的关系为y＝－０．３４４１x＋１５．２４４(R２＝
０．６２２４);相对爆发游泳速度为９．７７±１．７２BL/s.
齐口裂腹鱼相对爆发游泳速度为１１．７５±２．７７
BL/s(BL/s:体长/秒),绝对爆发游泳速度与体长

的关系为相对爆发游泳速度与体长的关系为y＝
－０．３５２１x＋１５．６３(R２＝０．５７６１).该工程推荐

过鱼规格２０~４０cm,将体长２０cm 代入拟合的

公式,可得长丝裂腹鱼最小爆发游泳速度为１．７
m/s,齐口裂腹鱼最小爆发游泳速度为１．６８m/s.

图４　长丝裂腹鱼暴发游泳速度与体长关系图

３．４　坝下河段流场模型试验及三维数值模拟

３．４．１　试验工况

两河口工程下游梯级为牙根一级电站.试验

图５　齐口裂腹鱼暴发游泳速度与体长关系图

工况分为下游牙根一级未建成以及建成两种工

况.其中牙根一级建成条件下选取牙根一级库水

位为正常蓄水位２６０５m 进行流场分析(死水位

２５９９m 时,两河口坝下河段的流场情况与牙根

一级未建成工况一致).具体工况选择电站建成

后典型发电工况.试验工况见表１.
表１　模型试验工况

工况 机组台数
流量

/m３s－１
出　　流

牙根一级

建成前

１
电站承担基

荷发电方式
１１２ １号尾水洞出流

２ １ ２４８．６ １号尾水洞出流

３ ４ ９９４．４
１号尾水洞３台机

出流,２号尾水洞１
台机出流

４ ６ １４９１．６
１号尾水洞３台机

出流,２号尾水洞３
台机出流

牙根一级

建成后
(库水位为

正式蓄水位

２６０５m)

１ １ ２４８．６ １号尾水洞出流

２ ３ ７４５．８
１号尾水洞２台机

出流,２号尾水洞１
台机出流

３ ４ ９９４．４
１号尾水洞３台机

出流,２号尾水洞１
台机出流

４ ６ １４９１．６
１号尾水洞３台机

出流,２号尾水洞３
台机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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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　物理模型制作

整体模型设计、制作、试验以及数据处理均按

«水电水利工程常规水工模型试验规程(DL/T
５２４４－２０１０)»规定执行.整体模型为正态模型,
比尺１∶３０.其相关比尺如下:流速比尺:λv ＝
λL

１/２＝５．４７７;流量比尺:λQ ＝λL
５/２＝４９２９．５;糙

率比尺:λn＝λL
１/６＝１．７６.水工模型试验上游

库区河道模拟高程至２６１０m,下游河道模拟

至２５９１m.河道地形模拟范围为下游围堰至１
号尾水洞下游５４０m.河道地形采用断面法,用
水泥砂浆成型.模型过水建筑物(１号尾水洞出

口、２号尾水洞出口)用有机玻璃制作.

３．４．３　数值模拟计算方法与网格划分

模拟范围:包括１号尾水洞上游７０m 至２
号尾水洞下游４５０m,总长近７５０m 河段.建

模时,以坝轴线下游５３０．１４m,在坝轴线 A 点

右侧１９１．６４m 处点(X＝３７４２２０８．４７９４,Y＝
２６８９９８．６３５３)为坐标原点;X轴与两个尾水洞出

口河段轴线大致平行,指向下游为正;Y轴与河道

垂直,指向左岸为正;Z坐标与高程一致.
模型选择及计算方法:建模采用原型数据,模

拟工 具 选 用 FLUENT 软 件,计 算 模 型 选 用

Standardk－ε紊流模型,固壁边界处理采用壁

面函数法,偏微分方程离散采用有限体积法,动
量、紊动能和紊动耗散率插值采用二阶迎风格式.

　　边界条件:(１)１号和２号尾水洞出口断面采

用速度进口边界,以保证入流量为一恒定值;(２)河
道下游出口为出流断面,采用自由出流边界;(３)１
号和２号尾水洞壁面及河道地形采用固壁边界.

网格划分:沿水深方向网格较密,节点间距为

０．４~０．８m,与水深垂直的方向网格较稀,节点间

距为２~３m.天然情况,机组半发(工况３)的网

格单元总数约２７．３１万个,机组满发(工况４)的网

格单元总数约２８．７万个.牙根一级水电站正常

蓄水位,机组半发(工况３)的网格单元总数约２９．
７万个,机组满发(工况４)的网格单元总数约３０．
０４万个.数值模拟范围及网格划分见图６.

图６　计算区域及网格划分

３．４．４　试验成果

(１)牙根一级建成前.典型发电工况条件下

两河口电站尾水出口河段流态见图７中的(a)－
(d).相应的数值模拟成果见图８中的(a)－(d).

图７　牙根一级建成前,典型发电工况条件下尾水出口河段流态

陈明曦等: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过鱼工程集鱼地点选择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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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牙根一级建成前,典型发电工况条件下尾水出口河段流场数值模拟成果

　　(２)牙根一级水电站建成后.牙根库水位为

２６０５m 典型发电工况条件下尾水出口河段流态

见图９中的(a)－(d).相应的数值模拟成果见图

１０中的(a)－(d).

图９牙根一级建成后,典型发电工况条件下尾水出口河段流态

　　结果表明:数学模型和物理模型模拟结果吻

合良好.各发电工况尾水洞对岸沿程存在低流速

区,可作为鱼类回游上溯的通道.机组满发时,尾
水洞出口河段河心及右岸区域流速较大,但均小

于１．６７m/s,未形成流速屏障,不会影响鱼类从

该区域回溯上游.其余发电流量时亦未见明显的

流速屏障.２号尾水洞对岸上游区域呈相对缓流

回流状态,同时,由于坝体阻挡,该区域是鱼类上

溯的最上游端,鱼类较易于在此集群.推荐２号

尾水洞出口上游左岸(A点)以及大坝坝趾(B点)

第３９卷总第２１３期 四川水力发电 ２０２０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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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牙根一级建成后,典型发电工况条件下电站尾水出口河段流场数值模拟成果

作为集鱼地点.

３．５　鱼类集鱼效应观测

３．５．１　观测方法

采用鱼探仪(SoundMetrics公司制造的双频

识别声呐DIDSON).在尾水出口河段进行定点

观测,观测点位如图所示定点连续观测(图１１),
四个观测点均位于左岸岸边,包括２号尾水洞上

游静水区(观测点１)、２号导流洞洞口(观测点

２)、１号和２号导流洞口之间(观测点３)和１号导

流洞洞口附近(观测点４).每个观测点设置左、
中、右３个观测断面.观测期间电站通过导流洞

下泄流量７３０~７７０m３/s.每个观测点为１d,每
天上午、下午及夜间各观测３h,即９:００~１２:００、

１４:００~１７:００、１９:００~２２:００.

３．５．２　观测结果

观测结果表明从空间上,尾水洞正下方的５
号和１１号断面鱼类数量明显较其他断面少,其他

断面白天观测鱼类数量差异不大,而夜间２号尾

水洞上游的１、２、３、４号断面鱼类数量明显增加,
特别是临近２号导流洞口附近的４号断面,夜间

观测鱼类数量急剧增加.

图１１　两河口坝下尾水附近鱼类集群效应观测点位图

图１２　定点观测每个断面时均鱼类数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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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结果见图１２.观测结果表明,在电站下

泄流量７３０~７６０m３/s工况条件下(两河口工程

共设置６台机电,单机引用流量２４８m３/s,最大

引用流量１４９１．６m３/s).在尾水洞上游侧区域,
即图中的 A区、B区及C区分布有较多的鱼类,
说明尽管在电站尾水大流量下泄的情况下可能

会对上溯鱼类形成流速屏障,但鱼类仍可通过

河岸边的低流速区到达尾水洞上游,而后聚集

在下游围堰下方,即鱼类将上溯至河道内物理

屏障的下方.因此,建议集鱼地点选择尾水洞

的上游区域.

３．６　其他因素分析

(１)地质条件.A 点位于大坝下游６号冲沟

底部,６号冲沟上部边坡开挖抛渣,冲沟中下部堆

渣较厚.经前期地质调查,６号冲沟存在发生泥

石流的可能,６号沟沟心设置泥石流排导槽,因此

沟口不宜布置过鱼建筑物.其余各点岩体位于弱

风化、弱~强卸荷带内,岩体质量分类为Ⅳ２~Ⅴ１
类,地质条件上相差不大,不存在建设升鱼机系统

的不利地质条件.
(２)布置条件.A点处存在６号冲沟,沟心设

置泥石流排导槽,受此影响不宜再布置集鱼设施;

B点位于坝址下游围堰下方,下游围堰中部处布

置有用于导排大坝渗流的量水堰,量水堰左侧至

岸边区域具备布置集鱼系统的条件;C点位右岸

２号尾水隧洞出口上游,C点与坝脚之间的区域

较为狭窄,布置集鱼设施、补水设施以及升鱼机系

统存在一定的难度;D点位右岸１号、２号尾水隧

洞出口之间,布置条件更为有限.同时,尾水洞出

口断面布置构筑物,人为束窄了尾水口出水断面

面积,可能对尾水洞正常运行产生影响;E点场地

条件较为开阔,不存在布置集鱼系统的制约因素.
(３)泄洪雾化影响分析.两河口水电站为雅

砻江中下游的“龙头水库”,工程泄洪具有“水头

高、泄量大、河谷窄、岸坡陡、泄洪功率高、下游河

道及岸坡抗冲能力较低”的特点.本工程泄洪功

率大,泄洪雾化影响区范围广,影响程度深.该工

程潜在的集鱼地点中 E点位于泄洪雾化区范围,
雨强在５０~２００mm/h范围,工程泄洪雾化将对

对升鱼机的建筑物与金属结设备产生不利影响.
(４)施工条件.拟选的五个集鱼地点施工条

件相当,均需进行水下围堰施工,无本质差别.

３．７　集鱼地点比选结果

参考国内外已有过鱼工程选择诱鱼口位置的

经验与原则,该报告拟定了左岸５号导流洞上游

(A点)、大坝坝趾(下游围堰下方,B点)、右岸２
号尾水隧洞出口上游(C点)、右岸１号、２号尾水

隧洞出口之间(D点)以及右岸１号尾水隧洞出口

下游(E 点)５个集鱼点.通过坝下集群效应观

测,在尾水洞上游侧区域,即图中的 A、B、C点分

布有较多的鱼类.坝下流场数值模拟分析表明各

发电工况条件下河道断面均存在低流速区,鱼类

可通过这些低流速区上溯至尾水洞上游区域,直
至坝脚物理屏障处.受６号冲沟影响,A 点不具

备布置集鱼系统的条件,B、C、D、E四点均可布置

集鱼系统,但C、D两点场地较为狭小,布置上存

在一定的难度.其中 D 点位于两尾水洞出口之

间,可能将对尾水洞正常运行产生影响;E点位于

电站泄洪雾化区范围内,电站泄洪雾化将对集鱼

系统的建筑物和鱼斗、启闭设备等金属构件产生

不利影响.A、B、C、D、E五点的工程地质条件以

及施工条件相当.
经综合比选,最终推荐 B点,即大坝下游左

岸,下游围堰下方作为过鱼工程的集鱼地点.

４　结　语

该工程通过鱼类游泳能力测试获得了主要过

鱼对象的游泳能力指标,并通过水工模型试验与

数值模拟的方式获得坝下流场的分布情况.结合

鱼类游泳能力指标,对鱼类上溯的最前沿位置进

行了初步判断,进而在坝下进行了鱼类集群效应

观测.观测结果表明鱼类较多地聚集在坝下围堰

下游侧且观测成果较好地验证了前期的判断.最

后从地质条件、布置条件、泄洪雾化影响分析、施
工条件对推荐的几个集鱼地点进行了综合分析,
最终提出了最佳集鱼地点.该工程确定集鱼地点

的工作思路与研究成果对于其他水电工程过鱼设

施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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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自动控制系统,配备污物运输皮带、栅面前后

水位感应系统等自控设备,减少人工作业并提高

运行稳定性.
(５)应用面广.扇形回转式自控拦污栅能够

应用于各类在建的水利工程和已投入运行但清污

功能欠佳的水利工程.

６　结　语

拦污栅在工程运行中易于产生污物栅前汇集

现象且较难清除,因此,笔者对拦污栅的结构形式

进行创新设计.根据扇形回转式自控拦污栅结构

及工作原理,笔者提出一种集拦污、集污、清污功

能于一体,加载自动控制系统,能够解决拦污栅堵

塞现象的扇形回转式自控拦污栅设计方案.扇形

回转式自控拦污栅清污方便及时,能更好保障工

程运行,降低了停机清污的可能性,提高工作效

率,保证了拦污栅的工作平稳性,具有较为显著的

工程实用价值与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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